
20120188年年1212月月1212日日 星期星期三三 责任编辑 吴辉 电话责任编辑 吴辉 电话：：5796220057962200

8 版 专版专版

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常常被浓

缩在马路上的一言一行中，文明行

路、文明骑车、文明乘车、文明驾驶已

然成为城市文明的名片。那么，作为

一个文明的市民，在出行时要注意哪

些呢？

注意观察后通过
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

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通过

没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的路口，

先观察左右两侧车辆通行情况，在确

保安全的情况下再通过。但是实际

生活中，不少人过马路时完全不观

察，对路口来车情况浑然不知。

不要盲目后退
穿越马路时，应该在保证安全的

前提下，快步通过，不要在斑马线上

闲庭信步，以免信号灯结束时，行人

还在路面上，与正常通行的机动车发

生冲突。

如果红灯亮起时行人仍处于机

动车道上，千万不要后退，以免发生

危险，而应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继续

前行，直至通过路面或在道路中心线

等待下一绿灯亮起后再行通过。

等待也有“学问”
在人行横道信号灯的十字路口

处，一般都设有行人等待区，在红灯

时，行人应该在等待区等待通行。

在未设等待区的地段等待通过

时，行人不要靠路边太近，以免机动

车右转时，车辆右后轮对行人造成碰

撞或碾轧。

谨防转弯车辆
机动车右转弯时，可能会与正常

通行的行人发生冲突，此时右转弯的

机动车要注意避让行人，但行人也要

注意观察机动车是否有转向的趋势，

避免出现碰撞事故。

五“不要”
很多人走在路上喜欢玩手机，接

打电话。这样的行为其实是非常危

险的，一定记住：不要玩手机、不要追

逐打闹、不要从车辆缝隙中穿过，也

不要犹豫式过马路或行动过于急速。

非机动车切忌突然转向
非机动车要左拐弯时，要注意观

察后方车辆或对行车辆的距离，车辆

临近时不得拐弯；拐弯是要提前打手

势或开转向灯，给车辆驾驶人发出提

示信息，让其采取相应的措施。一直

以来，非机动车驾驶人突然左拐引发

致人死亡事故相当高，而受害人往往

是自己。

交警提示
行人、非机动车不文明交通行为

不仅是对自己和他人安全的不负责

任，还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希望广

大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员都能够从

你 我 做 起 ，向 不 文 明 交 通 行 为 说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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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顺畅高效、公共场所秩序井

然、志愿者成为一道靓丽风景……随着我

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的持续推进，各

种文明的“细节”体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擦亮了金山城市文明的“窗口”。每天早

高峰，刚刚完成改扩建的龙胜路上，机动

车、自行车运行繁忙有序。翻新的柏油路

面干净整洁，街面绿化花红树绿，实现监

控、通讯、路标等设施“归拢”的“多杆合

一”工程，更是一改往常街面“电线纵横”

的形象，提升了街面的美观程度，也更好

地保障城市安全。创城是对城市的整体

提升，创城要碰的都是城市管理的“硬骨

头”——基础建设还欠账、市容环境要整

洁、治理体系需完善、文明素质待提升。

从今年初入选全国文明城区提名资

格，我区就集中精力在城市环境、基础设

施、治理体系等各方面下功夫，对于“老大

难”问题，开展了街面环境、老旧小区、集

贸市场三个专项整治行动。创城是对城

市的提升，也是对民生的改善。以往提到

农贸市场，很容易与“脏乱差”联系起来，

但在位于石化街道的隆安市场，这里却是

整洁有序。隆安市场内地面干净清爽，各

类蔬果生鲜整齐码放。为了方便当地菜

农，还有免费的自产自销摊位。各种“文

明”细节，让人不禁心情舒畅。

创城惠民利民的同时，也要依靠群

众。在创城的氛围下，社区居民纷纷投身

于志愿行动当中。家住漕泾镇绿地小区

的张孝礼是创城志愿者，不时需要参与市

民文明检查，虽然占用了休息时间，但张

孝礼认为，作为城市的一员，在享受创城

成果的同时，也更愿意成为能传播文明的

使者和展现文明的践行者。

城市的文明最终是由人的文明所决

定的，对此，我区创城还开展“精神”领域

的三项特色行动——通过好人公园建设、

每季度的好人评选等，让“好人文化”成为

城市建设的精神坐标；以 15 分钟学习圈

和 25 个区级市民修身基地为“根据地”，

让市民修身蔚然成风；打造 15 分钟志愿

服务圈，建立 233 个小区志愿服务站，以

志愿精神缔造金山“大爱之城”。从初期

治理脏乱差，到城市文明的整体提升，创

城是城市发展的机遇。

目前，金山已进入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关键时期，动员冲刺、集中巡查、环境治理

等各项创城工作条线上，吹响了创城的号

角，全城发动、浓厚氛围，聚焦难点整改问

题，在全区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创城热潮。

志愿者——文明路上的风景
12 月 5 日是第 33 个国际志愿者日。据统计，截至 11 月底，我区实名注册志愿者 134368 人，注册志愿服务团体 1071

个，志愿服务项目11347个，总服务时长达421万余小时。

文明出行

志愿风采

朱泾镇于 2014年 2月启动爱心助老送餐志愿服务项

目，为 70 周岁以上老人提供服务，并于同年 3 月向全镇

18 个居民区全面铺开。为了满足居民区内更多老人的

服务需求，自 2015 年起，爱心助老送餐志愿服务项目又

将服务老人的年龄调整至 65 周岁。四年多来，18 支共

224 人组成的爱心送餐志愿者服务队始终风雨无阻，无

私奉献，在周一至周五准时为有送餐需求的老人提供午

餐和晚餐的送餐服务。截至 2018年 10月，累计送餐近 9
万份，志愿服务时间近15万小时。

最美志愿服务项目

金山区卫夷居家医疗照护志愿者服务队成立

于2014年。志愿者服务队每月为全区1000多位高

龄失能老人提供上门评估病情、日常护理、心理指

导等服务；每月为脊髓损伤患者上门调查排便习

惯、辅导翻身拍背方法等；在全区各街镇开展授

课、咨询，通过互动等形式普及疾病常识并解答重

症妇女的疑惑。金山区卫夷居家医疗照护志愿者

服务队是一支年轻的志愿者服务队，现有志愿者

人数 52 人，平均年龄 38 岁，均具有相关医疗护理

专业资质，年平均服务1500多人次。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在亭林，有踏出高考考场走上献血车的亭中姐妹花，有

11年无偿献血 80次的亭林消防中队战士，有年均献血 6万

毫升的企业，更有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 4 位亭林青年

……亭林医院“红亲亭学雷锋义诊服务队”，下乡义诊 13
年，为 23 个村居开展心电图、B 超、测量血压血糖等服务，

年均服务 1万人次，两年发放医疗帮困卡 906张，共计 34.56
万元。亭林成立全市首个“鲜艳国旗志愿护卫队”，积极查

纠回收破损、褪色国旗 34面，全镇 55处升挂场所国旗定期

更换、升挂、回收已成常态。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毛俊是上海市第 181 例、金山区第 13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者。2005年 3月 5日加入中华骨髓库，于 2010年 9月 7日

成功向一名白血病少年捐献造血干细胞。2017年 12月，毛俊

获评 2016—2017 年上海市杰出志愿者称号。2018 年 2 月，毛

俊获评全国红十字先进志愿者并代表上海志愿者赴京接受嘉

奖。截止到目前，金山区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人数达到

了 7471人次。2017年金山区造血干细胞的 5例成功捐献更是

占到整个上海市的四分之一之多，而毛俊所带领的“鑫青年之

家”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团队也因此获得了2016—2017年度“感

动金山”十大人物（团队）荣誉称号。

最美志愿者

感受文明提升 助力金山创城

扩建完工的龙胜路绿化景观金山好人公园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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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积德淳民风
——枫泾文人蔡维熊的乡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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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六年（1761），78岁的蔡维

熊仿效香山故事，集邑中耄旧老人如典簿

戴宾、封翁程绪祖、司训蒋元、州牧顾心

锴、阁学许王猷、封翁谢永辉、州牧钱家

塈、征君曹庭栋等九人，以其宅“尊德堂”

为会址举办“九老会”，也称“尊德会”。

“九老会”以德为上，齿次之，爵又

次之。相聚开筵赋诗绘画，以纪一时，

传为盛事。九老所撰之诗日后还编成

诗集并附《九老图题咏》，可惜诗集和

《九老图题咏》在战乱中遗失。然而，以

德为尊的“九老会”，对淳民风、敦礼教，

式后贤的影响还是很深的（枫泾于嘉

庆、咸丰年间分别又继作“九老会”）。

同时也引来了社会名流的赞赏，纷纷为

此撰序或赋诗。

蔡维熊作为一介文人，虽无仕绩，

但他宽厚仁慈，敦伦积学，为桑梓做了

许多有益的事，对淳朴民风也有积极的

影响，故为江南士林所称颂。如《石濑

山房诗话》称：“封翁居枫溪，耆英硕德，

为里闾矜式。”茅湘客曰：“秋澄学植渊

博，性情高雅，居恒以琴书自娱。”董愚

亭曰：“余父交先生，时年七十馀，古貌

古心，吟啸不辍，尤善手谈。”鲁启人先

生云：“秋澄萧闲淡远，故其诗清夷宕往

而尽优游之趣。”可见人们对蔡维熊的

评价还是很高的。

□郁伟新

敦伦绩学
培养了蔡以台考中状元

蔡维熊敦伦绩学，士林推重，但其考上贡生后，无奈年纪已

大，无力再赴科考，便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正是在他的影

响下，大儿蔡以封先后中了优贡生和副贡生（举人副榜）；二儿

蔡以城考上例贡生。最为突出的是三儿蔡以台，乾隆二十二年

（1757）连中会元、状元。蔡以台的状元卷现为南京江南贡院中

国科举博物馆单独以一个展厅来展出，可见其影响之大。

蔡维熊对儿孙的举业是相当重视的，先是在私家园林“适

园”中建造“清溪书屋”，作为课子读书之地；后又为蔡以台建造

“三友斋”别墅（三友：即书、琴、松），供其专心读书。蔡以台在

“三友斋”中发愤读书而考中状元，此宅被当地人称为“蔡状元

读书楼”，现已登记为文物保护点。

蔡以台成为状元后，即授翰林院修撰，修纂国史，不久充官

日讲起居注官，为乾隆皇帝之近臣。

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皇帝南巡时，蔡维熊有幸迎驾

蒙赐内缎一端，因子蔡以台贵，封赠为翰林院修撰，因而荣耀乡

里。可以说，蔡以台得以考中状元，其父蔡维熊也是功不可

没。蔡维熊一门笃志好学的精神对枫泾人崇尚文化的风气具

有积极的影响。

擅长诗文
开启了枫泾人撰写百首竹枝词的先河

蔡维熊长于吟诗，著有《轶亭诗

稿》《芷江集》等。其流传于世的诗文有

《早发兰溪经石塘横宿东馆》《登衢州城

楼》《同善会馆碑记》等，诗作被《光绪嘉

善县志》选录 4首，《晚晴簃诗汇》选录 2
首，《续槜李诗系》选录4首。

他经常以其私家“适园”为场所，相

邀邑中及周边地区的文人墨客前来雅

聚欢宴，诗歌唱和。如嘉善著名文人黄

安涛、曹庭栋分别写有《过适园》《适园》

诗等，华亭沈清正也有《同曹晳庭过蔡

桐川适园》诗，说明这些文人都曾有在

适园相聚的景况。

最值得一提的是蔡维熊所撰的《清

风泾竹枝词》100首，开启了枫泾人撰写

百首竹枝词的先河。他的《清风泾竹枝

词》（唯一存世的抄本现藏于杭州图书

馆古籍部，于2017年由枫泾文史研究会

搜寻找到而面世），既是诗又似史，对枫

泾的悠久历史、地理特征、桥梁地名、胜

迹风貌和乡土民情等作了详细的描述，

对研究枫泾的历史文化、乡俗风情具有

较高的参考价值。

如：“八间茆屋绕桑麻，一领菅衫几

岁华。瞥瞬又交小满节，磨刀霍霍发三

车。”诗后附有小注：“田舍大者，名通转

八间。菅衫，农服。小满发三车，谚语

谓缫车、水车、油车也。”该诗生动地描

绘了乡村面貌和农时节气特点。又如：

“桃源无复避秦人，瓠子谁浮五石樽。

好雨番番催皂盖，劳农频到杏花村。”诗

后也有附注：“桃源，巷名。瓠子，滨

名。元戴光远别墅，名杏花庄，后成村

落，名仍其旧。”读了该诗，可以了解到

一些枫泾古地名和人文古迹。蔡维熊

的竹枝词写成后，后辈诗人相继模仿，

陆续创作了很多竹枝词，如徐颖柔《枫

溪吟》、叶佩麟《枫溪棹歌》、戴素蟾《清

风泾杂咏》等。存世作品流传至今的

有，嘉庆年间的陈祁《清风泾竹枝词》

100 首，沈蓉城《枫溪竹枝词》100 首，光

绪年间的程兼善《枫溪棹歌》100首。这

些竹枝词，为研究枫泾人文历史提供了

宝贵的资料。

以德为尊
为枫泾第一个“九老会”的倡导者

蔡维熊身为当地的富绅，乐于慈善事业。如雍正十年

（1732），江南闹灾荒时，他捐出钱款、粮食用来帮助受灾的穷苦

百姓，还送药免费医治病人，施舍棺材用来收殓路毙尸体，显示

了他宽厚慈仁的胸怀。乾隆四年（1739），他在镇南杏花坊创建

“蔡氏支祠”，并置义田三百亩，维持支祠的开支及赡养贫苦族

人。乾隆七年（1742），他受清代“妙正真人”娄近垣（枫泾北镇

人）的委托，负责经理重修枫泾“仁济道院”，使这座始建于梁天

监元年（502）的道观焕然一新。他常以周济贫民为己任，乾隆

八年（1743），由他倡集千金创建的枫泾第一个民间慈善机构

“同善会”，呈报江浙两省大吏立案批准。该会的分享对象不分

省籍，使枫泾南北镇（分隶江浙两地）的民众共同得益。

会馆先是建于镇南均安桥北，后又建房于米筛桥北，会馆

落成时，他撰写了《同善会馆碑记》，清著名书法家梁同书为碑

记题跋并书以勒石。

此后，他又捐资、置田、买屋，促进“同善会”的振兴。“同善

会”创建后，采用科层制的管理方式，相比无锡等地的同善会组

织更加完备可行。枫泾“同善会”的创建，对枫泾延续慈善之风

具有较大的影响，在上海慈善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乐于行善
枫泾“同善会”的创始人之一

清代的枫泾文人有一种雅好，就是追求乡村田园式的闲居生活。他们学问渊

博、崇尚礼义、淡泊名利；他们或自筑小园、邀宾雅聚、饮酒吟诗、自得其乐；或捐资

施舍、修桥铺路、行善积德、润泽乡里。他们的行为举止对当地的淳朴民风具有较

大的影响。其中的蔡维熊就是这样一位颇为典型的枫泾文人。

蔡维熊（1684—1765），字星若（状元蔡以台之父），号轶亭，又号秋澄，清代枫泾

南镇人。雍正年间贡生，民间诗人，著有《轶亭诗稿》《芷江集》《清风泾竹枝词》等。

其平生行善积德，雅好诗文，为里人所敬重。

枫泾蔡氏家族是邑中望族之一。蔡维熊的祖父蔡王臣于清初从嘉兴迁至枫泾

南镇东港里（今瑞虹桥东南一带），其父亲蔡廷正则建造了私家园林名为“适园”，又

名“晴皋小隐”，内有松风阁、桂坡、竹廊等名胜。

蔡维熊继承了家业，也继承了枫泾文人崇“雅”的人文情怀，他一生闲居于水乡

小镇，优游于饮酒吟诗、研文习墨。纵观其乡居生活，颇有雅兴风姿，更有不少闪光

的作为。

蔡维熊宅第蔡维熊宅第““尊德堂尊德堂””外景外景

松善同善会界石松善同善会界石

蔡维熊蔡维熊《《清风泾竹枝词清风泾竹枝词》（》（抄本抄本））

《《续续槜槜李诗系李诗系》》所刊蔡维熊诗所刊蔡维熊诗


